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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EN HSONG HOLDINGS LIMITED 
震震震震        雄雄雄雄        集集集集        團團團團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57)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二二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 

 

 

 

    

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業績摘要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與去年之比較數字分列如

下： 

    

財財財財 務務務務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收益  1,838,394 2,423,528 -24% 

除稅前溢利  201,732 421,574 -5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60,334 343,263 -53% 

資產總值  3,762,347 3,832,536 -2% 

股東權益  2,816,966 2,758,330 2% 

已發行股本  62,926 62,926 0% 

流動資產淨值  1,676,290 1,695,960 -1% 

 

每股數據每股數據每股數據每股數據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25.5 54.6 -53%  

每股現金股息﹙港仙﹚  12.0 27.0 -56%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4.5 4.4 2% 

 

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  5.8 13.1 -56% 

平均資產總值回報率﹙%﹚  4.2 9.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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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3 1,838,394 2,423,528 

銷售成本      (1,400,911) (1,778,291) 

         

毛利  437,483 645,23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7,163 126,559 

銷售及分銷支出  (151,029) (196,051) 

行政支出  (135,390) (136,514) 

其他經營收入/(支出)淨額  27,360 (21,891) 

融資成本  (4,607) (2,09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52 6,32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4 201,732 421,574 

所得稅支出 5 (41,928) (75,101)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159,804 346,473 

  ════════════════════ ═════ 

 

歸屬於歸屬於歸屬於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0,334 343,263 

非控股權益    (530) 3,210 

         

  159,804 346,473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仙)  25.5 54.6 

  ════════════════════ ═════ 

攤薄 (港仙)  25.5 54.5 

  ════════════════════ ═════ 

 

應付及建議之本年度股息詳情載於公告附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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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159,804 346,473 

  ════════════════════ ═════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3,743 64,969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本年度總全面收益本年度總全面收益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203,547 411,442 

  ════════════════════ ═════ 

 

歸屬於歸屬於歸屬於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3,365 407,388 

非控股權益    182 4,054 

         

  203,547 411,4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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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14,373 842,943 
預付土地租賃款   44,707 45,115 
商譽   94,931 94,931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4,801 26,074 
遞延稅項資產   80,070 78,84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4,885 4,236 
抵押銀行存款   6,075 - 
     
非流動資產總計   1,169,842 1,092,14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897,375 928,423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8 721,349 778,023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81,284 90,399 
抵押銀行存款   76,943 94,044 
現金及銀行結存   815,554 849,503 
     
流動資產總計   2,592,505  2,740,392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9 392,561 530,39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250,513 336,873 
計息銀行貸款   213,045 89,669 
應付稅項   60,096 87,494 
     
流動負債總計   916,215 1,044,432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676,290 1,695,96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46,132 2,788,104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786 11,576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2,835,346 2,776,528 
   ════════════════════ ═════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2,926 62,926 
儲備  10 2,754,040 2,695,404 

     
   2,816,966 2,758,330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8,380 18,198 
     
權益總計   2,835,346 2,776,5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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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要求而編製。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列而編製。 

 

除以下進一步闡述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修訂）及包含在二零一零年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

的影響外，採納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修訂) 闡明及簡化關連人士的定義。新定義強調

關連人士關係的對稱性，並闡明人士及主要管理人員影響一家實體的關

連人士關係的情況。經修訂準則亦引入報告的實體與政府及受同一政府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進行交易的一般關連人士披露規定的

豁免。關連人士的會計政策已修訂，以反映根據經修訂準則的關連人士

定義變動。採納該經修訂準則並無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產生任

何影響。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布之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載列對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

雖然採納若干修訂可能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財

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構成重大財務影響。關於可能適用於本集團的主要修

訂詳情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呈列：該修訂闡明其他全面收益各成份的

分析可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團選擇於權益變動表呈

列其他全面收益各成份的分析。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該修訂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所作出的後續修訂須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提早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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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分部

之收益、業績、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從對外客戶的從對外客戶的從對外客戶的從對外客戶的 

  分部收益分部收益分部收益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1,210,983 1,752,252 180,694 305,925 

台灣 167,514 148,115 14,208 15,356 

其他海外國家 459,897 523,161 42,490 46,569 

     

 1,838,394 2,423,528 237,392 367,850 

 ════════════════════ ════════════════════ ════════════════ ════════════════ 

 

經營分部業績及除稅前經營分部業績及除稅前經營分部業績及除稅前經營分部業績及除稅前 

溢利調節如下溢利調節如下溢利調節如下溢利調節如下：：：： 

經營分部業績   237,392 367,850 

未攤分收入及收益     12,619 102,011 

企業及未攤分支出     (44,424) (52,521) 

融資成本     (4,607) (2,09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52 6,325 

     

除稅前溢利   201,732 421,5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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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分部資產分部資產分部資產 分部負債分部負債分部負債分部負債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2,473,322 2,523,774 424,030 680,056 

台灣 137,681 111,445 58,483 57,341 

其他海外國家 230,919 242,895 160,561 129,872 

     

 2,841,922 2,878,114 643,074 867,26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4,801 26,074 - - 

未攤分資產    895,624 928,348 - - 

未攤分負債   - - 283,927 188,739 

     

 3,762,347 3,832,536 927,001 1,056,008 

 ════════════════════ ════════════════════ ════════════════════ ════ 

 

  其他分部資料其他分部資料其他分部資料其他分部資料 

  已於收益表扣除已於收益表扣除已於收益表扣除已於收益表扣除/(回撥回撥回撥回撥)  

 折舊及攤銷折舊及攤銷折舊及攤銷折舊及攤銷 其他非現金支出其他非現金支出其他非現金支出其他非現金支出/(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的減值虧損的減值虧損的減值虧損的減值虧損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57,494 46,042 (461) (2,892) (11,836) 21,337 105,182 82,025 台灣 1,203 874 6 3 522 (364) 290 235 其他海外國家 2,050 1,931 (11) (132) (768) 512 892 1,491 

         

 60,747 48,847 (466) (3,021) (12,082) 21,485 106,364 83,75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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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續)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958,798 877,783 

台灣  106,173 109,442 
    

 1,064,971 987,225 
  ════════════════ ════════════════════ 

 

上述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及扣除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遞延稅項資

產計算。 

 

3.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年內之銷貨發票淨額，減去退貨及貿易折扣，而

不包括集團公司間之交易。 

 

4.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售出存貨成本   1,400,911 1,778,291 

折舊   58,946 46,925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確認   1,801 1,9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   (399) (416) 

出售一可供出售權益投資之溢利   - (94,040)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16,516) 16,672 

存貨減值淨額   4,434 4,813 

匯兌差異淨額   (53,132) (35,835) 

利息收入   (12,619) (7,9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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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年內有源於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就香港利得稅按 16.5% (二零一一年: 

16.5%) 稅率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溢利稅項則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

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本年度稅項支出    

香港   24 11 

其他地區   32,029 69,761 

過往年度少提/(多提)撥備   3,591 (1,037) 

遞延   6,284 6,366 

     

本年度稅項支出   41,928 75,101 

   ════════════════ ════ 

 

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04元 

﹙二零一一年：港幣 0.08元﹚   25,170 50,335 

因行使購股權而產生之額外中期股息   - 5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08元  

﹙二零一一年：港幣 0.19元﹚     50,341 119,559 

     

   75,511 169,899 

   ════ ════ 

 

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160,334,000

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343,263,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29,255,600 股(二零一一年：629,211,447 股)計算所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160,334,000

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343,263,000元) 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29,736,400 股

(二零一一年：629,802,582 股) (即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內所用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629,255,600 股﹙二零一一年：629,211,447 股﹚及假設年內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已全部不需代價而獲行使因而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80,800 股(二零一一年：591,135 股))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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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客戶之貿易條款一般為現金交易、銀行票據及信用放貸。本集團根據個別客

戶之商業實力及信譽提供信貸額，平均信貸期為九十天，就若干有良好交易

及還款記錄之客戶，則延長其信貸期。本集團採取嚴格政策控制信貸條款及

應收賬款，務求信貸風險降至最低。 

 

基於上述的觀點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由大量分散客戶所組成，故

沒有重大的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加強

信用之物品。該等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 

 

被視為沒有減值的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按支付到期日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到期(並未逾期或減值)   544,179 552,996 

逾期少於九十天   100,439 98,745 

逾期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1,636 39,155 

逾期超過一百八十天   35,095 87,127 

     

   721,349 778,023 

   ════ ════ 

 

9.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按支付到期日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到期   295,557 434,078 

一至九十天   65,365 75,485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9,764 3,294 

超過一百八十天   21,875 17,539 

     

   392,561 530,396 

   ════ ════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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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2,401,147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407,388 

發行新股 128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62,919) 

中期股息 (50,34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2,695,404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203,365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119,559) 

中期股息 (25,17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754,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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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董事局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8仙（二零一一年：港幣 19仙），惟須

待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

上經股東批准。連同已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仙（二零一一年：港幣

8仙），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總額為每股普通股港幣 12仙

（二零一一年：港幣 27仙）。  

 

末期股息將約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派發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舉行之本公司股東

周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至二零

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舉行之股東

周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

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樓，辦理

過戶登記手續。 

 

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須待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舉行之股東周年

大會上獲本公司的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的收取權之記

錄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星期三）。為確定股東有權收取建議派發之末期

股息，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星期

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獲派

發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

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樓，辦理過戶

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業務表現業務表現業務表現業務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18.38 億元

（二零一一年：港幣 24.24 億元），較去年下降 24%。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

幣 1.60 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3.43 億元），下降 53%。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25.5仙（二零一一年：港幣 54.6仙）。在扣除去年出售所持有上海「仙樂斯廣場」

權益之一次性特殊淨收益港幣 8,457 萬元後，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每股基本盈

利較去年下降 38%。 

 

就本集團而言，本財政年度的市場環境比較顛簸，主要原因是作為全球經濟動力

火車頭的中國市場在本財政年度第二季（即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漸走下坡。 

 

本財政年度中國經濟受外圍因素影響而漸露疲態，特別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再起

波瀾，引發全歐經濟蕭條，歐元區內多個國家正式陷入衰退，使本已不振的中國

出口更加明顯下滑。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前一年相比

增速明顯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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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球經濟形勢而言，本集團預計中國市場將會面臨內外多重挑戰。首先國內的

通脹壓力並未消失，二零一一年中國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 5.5%，遠超中央

政府年初設定 4%的目標，且較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高出 2%，負利率狀態依舊，

反映金融危機期間因寬鬆貨幣政策而造成的通脹現象將持續一段時間。只要通脹

壓力仍存在，房地產及資產泡沫未消除，宏觀政策仍會保持偏緊勢頭；可以說，

中國經濟增長下滑趨勢已成，並且是中央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在中國內部經濟

降温的情況下，本集團中國國內的銷售亦相應地受到影響。 

 

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給中國的出口帶來巨大壓力，這股壓力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

出口增長持續減速上呈現出來。由於歐元區主要經濟體系經歷緊縮財政和銀行去

槓桿化，資本投資和消費意欲大幅下降，對中國出口業增添沉重的壓力，直接影

響本集團在歐洲地區的銷售。 

 

反之，對比歐洲地區，北、南美洲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動力則持續旺盛，

其中尤其值得注目的是美國市場，雖然亦飽受歐洲經濟倒退的牽扯，但仍然錄得

不俗的增長，特別是汽車產業已從破產潮中恢復活力，並帶引整體經濟穩步復蘇。

雖然美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如巴西、東南亞等）均錄得不俗的經濟增長，但由於

歐洲及中國市場的負面影響，因此個別國際市場的景氣並未能彌補本集團在歐洲

及中國市場的缺口。 

 

市場分析市場分析市場分析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客戶地域劃分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客戶地域客戶地域客戶地域客戶地域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二零一一年 

（港幣百萬元） 變動 

中國大陸及香港 1,211 1,753 -31% 

台灣 167 148 +13% 

其他海外國家 460 523 -12% 

 1,838 2,424 -24% 

 

自從二零零九年底歐元區開始爆出債務危機引發市場恐慌，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隨

即下調歐洲多國的主權債務評級，引發投資者拋售歐洲國債，自此歐洲主權債務

危機全面爆發並持續蔓延。由於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債危機明顯地影

響了中歐貿易。於二零一一年，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開始出現下滑，而自二零

一零年以來歐元兌人民幣持續貶值超過 15%，歐債危機使中國對歐洲的產品出口

在低位徘徊。 

 

此等因素促使中國的出口總額從二零一二年一月份開始首度出現負增長，為二零

零九年以來首次，並延續去年八月份開始的單月出口增速遞減的趨勢。而進口下

降更急，達 15.3%，顯示國內工業界對原材料的需求急速減慢。 

 

自從金融海嘯以來，中國的出口業一直強差人意，訂單不足且利潤微薄，出口性

企業對增添設備的意欲一直低迷。而本財政年度除上述全球經濟情況而雪上加霜

外，出口性企業還面對綜合成本上升的壓力，包括勞動工資上漲、人民幣匯率升

值、土地成本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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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中國市場主要由內部消費所帶動，尤其是家電及汽車行業，更是錄得連

年的高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火車頭。可是自從去年起中央政府為壓抑經濟過

熱而收緊銀根，打擊房地產泡沫，致使內需增長亦開始減速。在內外交困之衝擊

下，本集團中國市場營業額相比去年下降 31%，至港幣 12.11億元（二零一一年：

港幣 17.53億元）。 

 

台灣市場於金融海嘯以來受到的衝擊較大，營業額在近年顯著下降，但本財政年

度卻受惠於美國經濟好轉而錄得 13%增長至港幣 1.67 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1.48億元），雖然與金融海嘯前的營業額仍然存在距離，但已逐步拉近，相信在

不久將來能夠再一次突破以往的業績高峰。 

 

在國際市場方面，本年度歐洲的銷售額錄得較大幅度下降，但由於受惠美國和一

些新興市場（如南美洲）的經濟復蘇，本集團在這些市場的增長部份抵消了歐洲

的缺口，因此，國際市場營業額相比去年溫和下降 12%，至港幣 4.60億元（二零

一一年：港幣 5.23億元）。來年度，本集團將在一些具潛力的新興市場加大投資

力度，設立全資的子公司或銷售網絡，估計來年的國際市場營業額將有理想的增

長。 

 

新技術及新產品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發展 

本集團於去年與日本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Plastic Technology Co., Ltd. （下

稱「三菱塑機公司」）簽訂策略性合作協議，於本財政年度已順利完成生產的兩

個型號全新三菱MMX系列高速高精密伺服驅動省電兩板式大型注塑機，已於近

月成功售出，並獲客戶一致好評。預計由本集團代工生產的全系列三菱MMX兩

板式大型注塑機將於來年逐步投產，而三菱塑機公司亦已提高訂單數量。 

 

而本集團獲三菱塑機公司授權生產的震雄品牌 ULTRAMASTER X-系列兩板式大

型注塑機，亦將於來年開始正式試產。這新機種結合三菱MMX系列的高科技設

計及本集團的生產規模效益，預計在高端市場（如汽車配件、出口家電等）的市

場份額將會取得優異的成果。 

 

生產效益及產能生產效益及產能生產效益及產能生產效益及產能 

深圳震雄工業園第三期的廠房建設工程於本財政年度開展，將建廠房面積超過八

萬平方米，預計於來年陸續投入使用，將使本集團之中至超大型注塑機產能大幅

提升。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 16.76 億元（二零一

一年：港幣 16.96億元），較去年減少 1%。現金及銀行結存(含有抵押存款)港幣

8.99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9.44億元），較去年減少港幣 4,500萬元 ，以及銀

行貸款港幣 2.13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9,000萬元），增加港幣 1.23億元。本

集團淨現金結餘為港幣 6.86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8.54億元）。銀行貸款為短

期浮息貸款，用作支付供應商日圓賬款及一般營運資金。 

 

本集團會繼續維持一貫穩健的財務管理政策，配合適度的融資，儲備充足的流動

資金，以應付本集團對各項投資及營運資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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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經營之若干附屬公司所持有之銀

行存款中，為數港幣 8,300萬元 （二零一一年：港幣 9,400萬元）已作抵押，其

中港幣 5,800萬元 （二零一一年：港幣 5,800萬元）用作擔保中國大陸若干財務

機構給予第三者的貸款，港幣 1,900萬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3,600萬元）用作擔

保給予供應商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等匯票記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內，以及港幣

600萬元（二零一一年：無）用作擔保支付於中國大陸之工業建築物之建築成本。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興建之工業建築物及購買之

生產設備之資本承擔為港幣 1.71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4,700萬元），資金會

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提供。 

 

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在資金管理方面，一向採取穩健理財及集中管理策略，現金一般以港元、

美元、新台幣及人民幣以短期或中期存款存放於銀行，作為集團的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外幣借貸總額相等於港幣 9,300萬元(二零

一一年 ：港幣 9,000萬元)。本集團亦不時對若干波動較大的外幣風險作出評估，

以合適之方法減低有關的風險。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給予第三者信貸而提供給財務機構的擔保

為港幣 1.06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1.45億元）。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聯營公司除外) 的全職僱員總數約為 2,800

名（二零一一年：3,000名）。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完善之薪酬及福利條件，薪酬維

持於具競爭力水平，而僱員之回報取決於其個人表現及集團業績表現。集團亦向

部分僱員授予本公司購股權以鼓勵及延攬優秀員工。 

 

於人才培訓方面，本集團透過定期為僱員提供教育、專業培訓及生活輔導等活動，

不斷提升員工質素、專業知識水平及團隊精神。 

 

來來來來年展望年展望年展望年展望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談話表示，二零一二年度對中國經濟來說可能是困難

的，並加大了經濟可能大幅下滑的擔憂。歐洲的經濟危機對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

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溫總理除了把二零一二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目標調低至 7.5%，同時亦強調擴大內部需求的重要性，並表示與二零零八年相

比，二零一二年中國將面臨外需減少和企業綜合成本上升並存的問題。 

 ｢ ｣來年中國市場究竟將是如何走勢，很大程度將取決於中央政府對於 保增長 、    ｢抗通脹｣ ｢ ｣和 穩房地產 之間的平衡與決心，例如會否推出新一輪的寬鬆貨幣政｢策、或是新的振興經濟措施、或是只會作有限度的 動態微調｣，都將直接影響來

年度中國市場的走勢，亦將直接影響本集團最重要的中國市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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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內外眾多的不明朗因素，包括歐洲金融危機的演化，以及美國市場的復蘇

力度能否持續等，本集團將藉著多年累積的經驗及穩健的管理原則，積極面對未

來的挑戰。按現時整體的經濟氣氛估計，如果中央政府沒有新的扶持措施出台，

本集團對來年的市場並不抱樂觀展望。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

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第 A.4.2 項第二部份除外。根據守則條文第 A.4.2 項第二部

份之規定，每位董事應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本公司之董事（除本公司主席

外）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因根據百慕達一九九一年震雄集團有限公司公

司法，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企業管治守則由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起修改及修訂為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新守則」），並適用於涵

蓋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後期間的財務報告。本公司已提早採納新守則內之適用守

則條文。有關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內之「企業管治報告書」。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賬目審閱賬目審閱賬目審閱賬目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及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

例 。 

 

 

 

代表董事局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震雄集團有限公司震雄集團有限公司震雄集團有限公司 

主 席 

蔣蔣蔣蔣 震震震震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震博士、蔣麗苑女士、蔣志堅先生、鍾效

良先生及吳漢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慶光先生、Anish LALVANI

先生、陳智思先生及利子厚先生。 

 

 


